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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通讯员 桑烨含）10月 24日，首
届中荷青少年校园足球国际研讨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
研讨会期间，合作方签署了中荷足球青训基地建设合作备
忘录，河南师范大学国际足球教育学院挂牌成立。

开幕式上，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学志、荷兰皇家足球
协会秘书长吉斯·德容、北京水柔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叶新萍共同签署了中荷足球青训基地建设合作备忘录。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希望双方以此次研讨
会为契机，探索河南、荷兰“双H”合作模式，力求做出成效，
做出经验，为青少年校园足球事业的全国性推广提供借鉴。

河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组建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单
位、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足球协会主席单位、河南省足球裁
判员培训基地、河南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指导教师培训基
地，拥有河南师范大学国际足球教育培训中心。该校在足
球方向上培养出了肖智、
张璐、范思阳等一大批优
秀足球运动员，窦志刚、苏
斌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足
球师资，徐富新、韩东等足
球国家级裁判。同时，该
校与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
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
（足球教育方向），从2019
年 开 始 招 生 ，计 划 招 生
120人。⑥9

10月 24日，大乐透第 18125期开奖，全国共送出 5注
头奖，分别出自天津、河北、福建和山东。其中河北和山东
的 2注头奖为 1388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天津和福建的 3注
头奖为 868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当期，前区开出号码“07、
16、20、21、34”，后区开出号码“04、06”。前区奖号分布较为
分散，各号段均有号码开出，最小号码“07”，最大号码

“34”。其中“20、21”组成了一组连号。前区奖号由热码组
成，“20”是重复上期开出的号码，“21”和“07”分别是间隔2
期和3期再度开出的号码。后区开出“04、06”的偶数组合，

“04”为间隔1期再次开出的号码，“06”此前休息了6期。
当期，全国共开出 5注头奖，2注为 1388万元（含 520

万元 追 加 奖 金）追
加 投 注 头 奖 ，分 落
河北和山东；3 注为
868 万 元 基 本 投 注
头 奖 ，花 落 天 津 和
福建。

当期开奖过后，
大乐透奖池滚存至
65.22亿元。（彩文）

河南师范大学
国际足球教育学院挂牌

大乐透爆5注头奖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8第十五届健美黄金联
赛决赛暨世界超级联赛总决赛，10月 23日晚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结束。本届比赛是 2018年度健美
黄金联赛六个分站赛后的收官之战，各路健美强手
最终会战郑州，角逐多个项目的桂冠。

健美黄金联赛由中国健美协会指导、郑州黄金
时代科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自 2003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十四届，逐渐发展成中国
拥有自主 IP，彰显国际影响力的健身健美赛事。从
去年开始，该项比赛正式升格为世界超级联赛总决
赛。超级联赛是由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健美健身机构联合发起的一项世界级健美比赛。

本次比赛共设立六大项19个比赛组别，总奖金
高达 100万元，男子职业组冠军更将独揽 30万元。
来自中国、奥地利、俄罗斯等 5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近万名健身健美爱好者和
发烧友来到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现场观战。

黄金联赛创始人、黄金时代科技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高炎表示：“超级联赛的创办，旨在打破
目前国际健美界的条块分割，给运动员创造一个更
大、更自由的表演舞台。”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10月 25日下
午，浙江长兴体育馆，随着河南天冠男
排3∶2战胜福建队，河南男排在2018~
2019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第一阶段拿下
三连胜，出线前景不错。此前，河南男
排在 23 日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出线大
热门八一队。

2018~2019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第
一阶段比赛 10月 22日至 28日进行，
河南队与A组的 6个对手上海、八一、
广东、浙江、福建、天津会战浙江省湖
州市长兴县；B组的北京、四川、江苏、
山东、河北、辽宁、湖北将在辽宁省营
口市鲅鱼圈区展开争夺。

相较以往，今年排超的最大变化
就是赛制：第一阶段比赛不再使用双
循环主客场赛，而是赛会制。14支球
队分为 A、B两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小
组前四名进入八强，后三名进入 9~14
名角逐；第二阶段的排位赛采取主客
场双循环赛制；随后的交叉赛和冠亚
军决赛都采用五场三胜制。

新赛制相比去年 180 多天的赛
程，时间压缩了近一个月。国家排管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阶段分组
赛改为赛会制，可以最大程度减小强
弱悬殊的比赛削弱联赛的精彩程度，
电视转播效果更好。而对于河南男排
这种力争出线的球队来说，赛制变化
带来的最直接挑战就是第一阶段的 7
天 6赛场场激烈、场场关键，球队必须
尽快进入状态，稍有疏失就会陷入被
动甚至出局。

河南男排堪称国内排坛劲旅，上
赛季由于全运会后的新老交替以及帅

位变更等因素，成绩出现波动，最终排
名第九，15年来首次跌出前八。新赛
季，河南男排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老
国手崔建军复出赛场，梁杰重执主帅
教鞭，很明显，“小目标”无疑是先重返
前八。

当然，“小目标”也要面对一众新
老对手的挑战。河南队所在的 A 组，
最大的对手无疑是八一队、上海队。
八一队是新科全运会冠军，实力自不
必说。而上届联赛冠军上海队本赛季
一口气引进了意大利 A1联赛最佳得
分手朱利奥·萨比和斯洛文尼亚国家
队主攻手克莱门·塞布里两名优秀外
援，毫无疑问是志在卫冕并冲击第十

五冠。
好在河南队的新赛季亮相没有让

人失望。23日，首轮轮空的河南男排
对阵八一队，一出手就攻势强劲先声
夺人，25∶20先下一城，第二局虽遭对
手强势反扑以 27∶29 憾负，但随即就
以 25∶22 拿下第三局。第四局，双方
一路激斗到 29 平，复出赛场挑起进
攻大梁的崔建军关键时刻重扣定音，
31∶29，河南男排在赛前被普遍不看
好的情况下，3：1击败全运会冠军，爆
出本届排超首个冷门。24日，河南男
排3∶0脆胜广东队。

赛季路漫漫，河南男排起步不错，
值得期待。⑥11

全球高手
郑州奉献健美盛宴

首战爆冷挑落全运冠军

河南男排新赛季连胜起步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通讯员 苗红
姣）10月 25日，在郑州银基花园社区，
一场别开生面的老年体育比赛——老
年“栏式足球”正如火如荼地举行。这项
由郑州市金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主办的“金水区老年栏式足球赛”，如
今已经步入了一年两赛的正轨。

作为郑州市省级高成长服务业专
项引导资金项目,“栏式足球”以其适合
老年人“安全、健身、趣味、和睦邻里”的
特点，深受广大老年足球爱好者的喜爱。

今年的秋季联赛，共有来自金水
区各街道办事处的 14 支球队报名参
赛，60 岁以上的老球员多达 112 人。

在赛场上，老年朋友们像孩子们一样，
友谊第一、竞赛第二，互相加油助威，
赢得了阵阵喝彩。

谈到举办本次赛事，主办方负责人
表示：“老年足球不仅是一项老年人喜爱
的体育活动，它还能和睦邻里关系，在社
区建设方面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⑥9

老年“栏式足球”迎来秋季联赛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通讯员 薛明瑞）10、9、8、
7……伴随着倒计时的声音，10月 23日晚，一道道
唯美的绿色光束瞬间在音乐大典现场两侧呈现出阿
拉伯数字，由塔沟武校900余名学员参加演出，用灯
光和少林武术打造而成的第十二届郑州国际少林武
术节闭幕式正式上演。

在观众的赞叹声中，开场节目，塔沟武校的800
余名学员身着僧服，装扮成少林铜人集体习练七星
拳、六合拳等；而一帮年幼的武僧，在舞台的前方表演
少林传统绝技童子拜佛、罗汉睡觉、朝天蹬、燕式平衡
等，将少林传统拳术的韵味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少林少林》节目中，在导演的编排下，众武
僧打造出了气势恢宏的旗阵。同时，春秋大刀、方天
画戟等兵器与太极扇、大鼓交相辉映，代表 65个国
家的65面彩旗在舞台中间挥舞，既是依依不舍的离
别，更是满怀憧憬的期待，期待下一届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的到来。

在为期三天的少林武术节套路比赛中，共有来
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交流
比赛。塔沟武校代表中国、郑州等队参赛，队员们在
比赛中发挥出色，不仅个人单项获得168金 57银 18
铜，在集体项目中也获得了3个一等奖。⑥9

少林武术节圆满收官

塔沟武校揽得168金

崔建军(右）重归赛场风采依旧。⑥9 去陈言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张瑞彬 张涵

在头发丝般粗细、强度高出木头
数十倍的钨钢棒上，是否能完成精准
的雕刻？

10 月 26 日，记者在新野鼎泰高
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在直径为
0.15毫米以下的钨钢棒上，经过研磨、
焊接等十几道工序的“雕刻”，呈现不
同钻纹和刀型。目前该公司的微型钻
针系列产品的市场份额稳坐中国第二
把交椅。

如今在新野县产业集聚区，像新
野鼎泰高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一样
以光电产业为主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有 20余家，形成了囊括 PCB微钻针、
电路板等专业环节的光电电子产业
链。光电产业已成为新野县又一大
支柱产业。

而这一切离不开新野县近年来实
施的人才强县战略。该县牢固树立人
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定位，全面聚集人
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新
野县委书记燕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为新时代做好
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河南省与南阳

市也出台了相应的人才政策，作为县
一级党委政府，只有与上级人才政策
同频共振，才能真正迎来人才工作的
春天，只有集聚人才的无限潜能，才能
推进县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精准引才

“能与新野纺织结缘，得益于新野
县的‘产业+’精准引才战略。”俞建勇
院士说。

俞建勇院士是东华大学纺织材料
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纺织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责任人，他
与新野纺织成功联姻，对新野棉纺织
产业来说可谓如虎添翼。

缘何如此？棉纺织产业是新野县
的优势主导产业，拥有棉纺织企业
120余家，新野也是闻名遐迩的“中国
纺织名城”，但近年来却如所有纺织行
业一样，遭遇发展瓶颈。

新野县相关负责人情深意切地
说：“通过进一步加强双方技术和研发
合作，必将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
研发水平，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提升核
心竞争能力，促进新野棉纺织产业做
大做强。”

而这并不是个案。新野鼎泰高科
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与日本高知工科大
学科学家、日籍华裔院士王硕玉合作，
建立“养老康健机器人”和“工业机器
人”两个研发中心，为企业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

近年来，新野县瞄准纺织服装、
光电电子、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坚
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施精准
化需求引才纳智，组织开展“城市行”

“校园行”活动，多次组织卫生、教育和
龙头骨干企业赴上海、郑州、新乡、洛
阳等地高校招引急需紧缺人才。充分
打好“乡情牌”“乡愁牌”，利用春节、端
午、中秋等节日，召开新野籍优秀回归
创业人才座谈会，举办各类人才招聘
会，搭建人才供需平台。依托外建党

组织、商会等建立人才工作站，选聘一
批“招才大使”，瞄准长三角、珠三角等
核心区，实施驻点招商，精准引才。

新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玉
鉴说，新野在人才工作上已经形成“天
时、地利、人和”的生动局面，今年以来
全县引回 39名高层次人才，121名刚
性急缺人才，创建了1个院士工作站，
3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家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20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创建了 1家国家级星创
天地、1家省级众创空间，2家市级众
创空间和1家市级科技孵化器。

精准育才

“这块屏幕实时显示全县各个乡
村正在淘宝上进行的各类交易，我们
通过汇总这些数据，能够掌握老百姓
购物喜好……”10月 25日，在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新野县服务中心的云政务
平台工作室，工作人员兴奋地向来客
介绍大数据带来的新变化。

赵玉鉴谈到，新野是一个地处内

陆的不发达的平原小县城，地上无山,
地下无矿，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新野发展迫切需要人才，
但要想留住人才，不仅仅是需要待遇
留人，更需要为人才提供好的政策环
境和发展平台，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大
舞台舞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2016年，新野县踏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大潮，高规格建设投
用新野县众创园，为企业提供软件应
用、信息服务、网络营销、产品设计和
仓储管理及物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

而这只是新野精准育才的一个缩
影。该县针对人才实际需求，通过创新
人才培养、柔性引才、加强教育和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着力做到育新
才、育强才，厚植本土高端人才实力。

研究制定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办
法，积极创建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等产学研合作平台，邀请
名校教授及知名经济学家到新野开展
企业家经营管理培训，强化企业家素
质培养，创新技能人才培育模式。

进一步拓宽“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的柔性引才思路，强化校地合作保
障、互动、激励等机制，持续巩固与西
南政法、东华大学等 20余所高校、科
研院所的合作，利用新野特色产业资
源，借才借智，实现人才互助、技术帮
扶、资源共享、互惠双赢，为县域经济
跨越发展提供支撑。

同时，统筹推进教育和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实施“名师、名校长、名班主
任”、“名医、名科、名院”和基层卫生人
才“369”工程。注重加强“土专家”

“田秀才”培育，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技
能素质。通过开办电子商务培训班，
培养一批思想解放、接受力强、干事创
业劲头足的电商带头人。今年以来，
举 办 各 类 实 用 技 术 培 训 会 28 期 ，
6000余人次参加培训；开展送名医送
专家下村活动累计102次。

为强化激励引领，新野县出台“诸
葛英才计划”配套落实办法和人才奖
励优惠政策，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评选表彰拔尖人才、“回创之星”和“优
秀企业家”，营造创新创业氛围。近三
年，21名人才被评为“回创之星”，推
荐新野鼎泰高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馨、副总裁王俊峰分别为全国
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推荐新野县
亚克精塑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山
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全县共推荐
各类人才 186人为各级“两代表一委
员”，极大地激发了各类人才创新发展
活力。

精准服务

徐华是新野县人，初中没毕业就
外出打拼，走南闯北 20多年，挣下一
份不菲家业。2012年，徐华在回乡创
业潮的感召下，在新野注册成立了河
南诚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
推广猕猴桃和蔬菜产业，带动周边
1000余名劳动力就业，直接帮助 169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2017年，徐华获

得县委县政府授予的“回创之星”荣誉
称号。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华说：“这
要感谢家乡为我们提供的好政策、好
平台，让我们能够回乡创业施展自己
的才华。”

为给人才创造良好的创业发展环
境，新野建立了全方位的人才服务机
制，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由县领导“一
对一”精准服务，在其落户、住房、子女
就学等方面广开绿灯，用环境留人，用
感情留心。在全县编制总额中预留专
项事业编制，专门用于解决新引进专
项人才的编制短缺问题。

同时，以“三规合一、四集一转、产
城一体”为总目标，进一步加快了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步伐，规划
建设了两个商务中心区，建设了曙光
物流园，加快了综合服务中心、3000
套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物
流、商贸、金融、检验检测、产品展示、
信息网络等服务业，将产业集聚区与
县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打造产业
集聚区宜业宜居环境，以良好发展环
境促进人才环境的优化。

新野县还在产业聚集区内开辟了
回乡创业园、设立回创服务站，建立

“诸葛英才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受
理、一站式办结、一站式答复”，优化人
才服务流程，提高人才服务效率。

人才是发展和创新的核心要素和
动力源泉，人才蓄积的能量将以强大
的爆发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今在新野大地
上，电视剧《创业时代》里面的创业故
事每天都在精彩上演，高新企业如雨
后春笋蓬勃涌现，处处可见干气冲天
的生产场景……据统计，今年前三个
季度，新野县完成生产总值 212.1 亿
元，同比增长6.1%，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科技进步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60%……

新野，一片创业的沃土！
新野，一片发展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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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精准人才”大文章 “最强大脑”竞风流

新野鼎泰高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微钻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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